
民生速递

民生新闻│052019年 1月 10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高超 胡舒彤 美编 刘竞

供水、供电、供
气服务企业要
及时妥善处理
人民群众反映
的计量纠纷并
反馈结果，对失
准民用“三表”
要及时进行处
理和更换。

春节期间，全省
将举办各类非
遗展演展示活
动1836场次。

1836
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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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1月

9日，记者获悉，省政府印发

《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以期稳就

业、保民生。《意见》涉及对小

微企业减税，对创业者给补

贴，对失业者帮扶，2019年，

政府将拿出“真金白银”确保

我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通讯员 李
乐乐 杨其格）“扫扫二维码，就能轻松
浇地！”1月9日，鄢陵县柏梁镇农民李
凤义说。

据了解，支持农民扫码浇地的这
套系统由管理云平台、手机终端、机
井扫码控制终端等三部分构成。“农
户不必再为浇地专程跑到田间地头，
通过手机等终端扫描二维码，就可以
完成交费、开泵、关泵等工作。”项目
负责人、高级工程师谭兴华介绍，“只
需要把二维码贴在家里，就能实施灌
溉，用户对自家的灌溉费用、水量使
用及结余情况也可及时掌握。同时，
可依据土壤墒情和作物用水次第实
施精准灌溉，提高灌溉效率。”

在河南省水利学会主持下，中
国工程院院士王复明等 7 位专家近
日对郑州大学、河南沃德智能化工
程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移动支付
在机井控制与水价改革方面的应用
系统”进行评价，认为该成果达到
了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项目研究
成果已经初步在鄢陵县、荥阳市应
用。

借助远传流量计、水位传感器等
仪器采集的信息，在云平台上可以清
楚看到机井的地理位置，井长的姓名、
电话，水位、年分配最大用水量、年剩
余用水量等信息也一目了然，“互联
网+机井”的无缝对接，实现了机井管
理的现代化。

据介绍，我省水资源严重短缺，
人均水资源量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1/5。借助这样的智能扫码灌溉方
式，管理部门可设定机井取水量，根据
用户用水量实行阶梯收费，为农业水
价改革打下技术基础。分配给农户的
水使用量，若用不完，农户可以转让用
水权，也可由政府回购，为实现水权交
易提供有力支撑。③5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何可）1月
7日，郑州市高新区银杏路旁的停车
位无人值守，一名驾驶员拿出手机，对
着路边护栏上的二维码扫码支付后驾
车离去。这一正在郑州推广的“依栏
停·智慧停车”新技术，是由郑州市高
新区企业研发的。

郑州市计划未来 3 年建设成为
国家新型智慧城市标杆。为解决智
慧城市落地难题，高新区相关专家团
队提出：必须把传统的基础设施升级
为智能基础设施，使之成为智慧城市
建设的数据采集端口和市民应用端
口，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让更多
方便快捷的移动互联生活愿景化为
现实。

“智慧停车”只是打造“智慧城市”
版图的一个具体应用。他们还同时推
广路灯类共享基站、路牌类共享基站、
城市文化地标类共享基站、智慧栏杆
系统等成果。

“城市治理手段和民生服务需求
越来越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撑，基础公
共设施智能化带来的城市治理创新
效应也会越来越明显。”高新区有关
负责人说，“未来的城市会每隔一二
百米就会有一个智能端口供广大市
民使用和服务。”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赵健）
1月 9日，记者从郑州交运集团获悉，
为更加方便郑汴两地居民出行，近日，
郑开城际公交增设郑州航空港区始发
站，其对应的终点站为开封中心站。

据悉，郑州航空港区发往开封中
心站的公交车（简称“港开公交”）每天
10班，从郑州航空港区沃金广场和开封
中心站同时对发。发车时间为：8:00-
18:00。所经过站点分别为：港区沃金
广场站、保税区、三官庙、黄店、刁家、庄
头、后曹、石博园、十三大街、奇瑞厂区
站、宋城站、开封中心站。该线路实行
无人售票，起步价5元，全程15元。③5

本报讯（记者 谭勇）前不久，家住
郑州市二七区汇港新城的小王遇到了

“家里无人住、水表跑十吨”的怪事。
让他无奈的是，郑州某自来水营业厅
的抄表人员告诉他，如果排除了室内
漏水的情况，“这也属于正常现象，有
的还跑上百吨呢！”

不过，今后像小王这种“投诉无
门”的现象将得到改观。1月 9日,记
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住房城
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
发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加强民用“三
表”管理，积极妥善解决“三表”问题，
切实提升服务质量水平。

“三表”是
指与人民群众
生活密切相关
的民用水表、
电能表、燃气
表。近年来，
部分地区民用

“三表”设备老
化，造成计量
失准，给人民
群众生活带来
不便。指导意
见确定了五大
重点任务，即
严格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确
保新建住宅建
筑安装的民用

“三表”质量过
关、加强民用“三表”计量监管、畅通投
诉举报渠道、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具体来讲，民用“三表”制造企业
对制造的计量器具保证产品计量性能
合格并出具合格证。各供电、供水、供
气企业（均含国企、股份制、中外合资、
外资控股、民营、集体企业等）要摸清
在用民用“三表”的详细情况，及时更
换计量失准的计量器具。对未经首次
检定以及首次检定不合格的民用“三
表”，新建住宅建筑不得安装和使用。
各供水、供电、供气服务企业要畅通群
众投诉渠道，完善投诉处理机制，及时
妥善处理人民群众反映的计量纠纷并
反馈结果，对失准民用“三表”要及时
进行处理和更换。③9

民用“三表”计量
失准不再惹人愁

“港开公交”
正式运营

医疗

交通

基层民生观

“互联网+机井”无缝对接

扫扫二维码
轻松把地浇

郑州启动公共设施
智能化建设

分配给农户的水使用

量，若用不完，农户可以转让

用水权，也可由政府回购，为

实现水权交易提供有力支撑。

1 月 9日，洛阳市涧西区周山社
区党员和志愿者为辖区独居老人提
前送上温暖的腊八粥，也送上一份浓
浓的关爱。⑨3 潘炳郁 摄

粥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梁雅
琼）“未病先预防、有病做管理”，这样
的诊疗今后将有专门固定的科室提供
服务。记者 1月 9日从河南省人民医
院获悉，该院率先在全省成立健康管
理科。在原有“一站式”提供体检及健
康信息评估、健康干预方案制订的基
础上，这个特色门诊还将为亚健康人
群、慢性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据健康管理科主任李永丽介绍，
相比普通的专科门诊，健康管理科诊
疗注重的是预防性的身心健康，着重
解决疾病的前期预防和慢性病的后
期管理。

具体来说，面对某些疾病的高危
人群，科室专家将着力于通过饮食、营
养、运动、睡眠、心理、生活方式等综合
指导，“阻止”高危因素真正发展成为
疾病；面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
病的人群，专家将根据患者身体状况
及生活起居情况进行健康指导，使其
疾病得到良好控制。目前科室诊疗涵
盖功能医学、中医治未病、超声医学、
放射影像、体重及慢病运动管理等，今
后将陆续增加心理咨询、饮食营养指
导、睡眠健康管理、妇科疾病的筛查及
管理、肿瘤筛查、康复管理等。③5

治未病
有专门门诊

减费降税援企稳岗

“企业安心搞发展，才能提供更
多就业岗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鼓励企业更大限度提供就
业岗位，《意见》指出，对不裁员或少
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
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同时落
实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小型微利
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落实高
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
所得税。

对省级示范性创业孵化基地，
给予 50万元一次性奖补；对国家级
示范性创业孵化基地，给予 100 万
元一次性奖补。对省级就业见习示
范基地，省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补；
对被评为国家级示范基地的，省给

予20万元一次性奖补。

开展培训增加就业机会

“有技能就能有岗位。当前，我
省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已是刚需。”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说。

《意见》指出，2019 年 1 月 1 日
至 12月 31日，我省将对去产能分流
安置人员、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
力，采取整建制购买培训项目、直接
补贴培训机构等方式开展集中培
训。支持各类职业院校（含技工院
校）、普通高校、职业培训机构和符
合条件的企业承担失业人员就业技
能培训或创业培训，对培训合格的
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
月31日，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

成员在培训期间每人每天还能领取
30元的生活费补贴。”该负责人说。

失业人员“病有所医”

失业人员常常被医疗保险缴费
中断问题所困扰，《意见》充分考虑到
了失业人员就医问题。《意见》指出，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参
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基本医疗
保险待遇。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金
及其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应缴纳的
基本医疗保险费均由失业保险基金
支付，保障失业人员“病有所医”。

另外，失业人员可在常住地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失业登记，申
请享受当地就业创业服务、就业扶
持政策、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
惠政策。脱贫攻坚期内，对低保家
庭给予6至12个月的渐退期。③9

昨天我们分析了当前就业形势，今天再聊聊最新就业政策

创业有补贴 失业不“断保”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政策解读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2019年第
二场雪与河南“续约”成功！

从 1月 8日晚间开始，我省气象
部门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了大范围的
人工增雨（雪）作业，黄河以南大部地
区出现小到中雪天气，对我省冬小麦
安全越冬和改善空气质量有利。

据了解，省气象局密切关注此次
天气过程，要求各地提前做好人工增
雪作业的各项准备工作。从8日夜间
开始，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克服困
难，开展了夜间飞机增雪作业。同
时，部分地区利用高炮、火箭等方式
全力开展地面增雨（雪）作业。在自
然降水和人工增雨（雪）作业共同影
响下，8日 20时到 9日 8时，黄河以南
大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
部大到暴雪。地市平均降水量前三
位 的 依 次 是 ：信 阳 6.3mm、南 阳

3.8mm、平顶山 3.3mm。最大降雪出
现在信阳鸡公山 13.4mm。截至 9日
8 时，西部、南部积雪深度在 1cm—
5cm，鸡公山积雪深度达13cm。

省气象台预测，目前我省近地
面受冷高压控制，10日冷高压将
进一步减弱，我省将处在弱均
压场中。10 日凌晨至上午，
京广线附近及以东地区和南
阳地区有雾。11 日到 12 日，
我省气温将会有所升高。不过
随着冷空气活动减少、气温回升，
随之而来的是大气扩散条件再度转
差。11日到 12 日，我省大部分地区
有雾、霾。

同时，10日，全省阴天间多云，许
昌以南地区转小雨或雨夹雪。11日，
我省东部、东南部受西南气流影响，有
小雨。12日，全省转为晴好天气。③9

河南连夜人工增雪

你要的雪，“到货”

▲1月 9日，中铁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桥
工段职工，在京广线长葛站区除雪打冰、检修设
备，确保中原路网安全畅通。⑨3 李中华 摄

▲1月 9日，郑州市公安局交巡警
六大队民警在雪中指挥交通，保障市民
出行安全。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1月9日，南阳市卧龙区潦河坡镇白雪皑皑。森林、村庄、光伏电站、水利设施在雪的映衬下呈现出别样美感，构成一幅特有的乡村水墨画卷。⑨3 陈辉 摄

雪中执守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1月 9
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全
省各地文化部门正在加紧筹备丰富
多彩的民俗活动和诸多非遗技艺展
示，让百姓品味最传统的“年味”。

据统计，春节期间，全省将举办
各类非遗展演展示活动 1836场次，
其中重点活动411场次。

传统庙会里体验传统“年味”

无庙会不过年。在我省，淮阳太
昊伏羲庙会、浚县正月古庙会、关林
春节民俗庙会等许多庙会活动已成
为传承非遗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舞狮子、踩高跷、跑旱船、社火……除
了这些传统节目外，我省各级文化部
门推动杂技、剪纸、木版年画、刺绣等

非遗项目在庙会上展示。
同时，河南作为戏曲大省，传统

戏曲晚会必不可少。今年的一大亮
点是，针对近年来我省全力抢救的稀
有剧种进行成果展示组织晚会演出，
全省各地将陆续上演河南坠子、皮影
戏、大弦戏、四平调、二夹弦等稀有剧
种晚会。

非遗展示场馆邀您“互动”

今年，全省各地将广泛开展非遗
展示“春节不打烊”活动。据省文化

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刘春晓介绍，今
年，省文化和旅游厅专门遴选了“十
大”非遗展示体验场馆推介给观众，
它们是：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河南戏曲声音博物馆、开封市朱
仙镇木版年画展示馆、中华曲艺展示
馆、朝歌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许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中国
钧瓷文化园、周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馆、陕州地坑院、大运河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馆。

刘春晓说，这些非遗场馆在春节
期间免费开放，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任鹤林等非遗传承人还将在现场表
演传统技艺，观众可近距离与之互
动。

“三大”非遗活动盛装亮相

近年来，我省精心打造的中国

（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宝丰马
街书会、老子生日拜典等“三大”非遗
品牌活动，凭借深厚的文化内涵、独
特的地方特色享誉全国，每年都吸引
众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国
家级传承人来进行展示展演。

3月 8日至 4月 7日，“中原古韵
——第十届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演”将盛装亮相，届时，淮阳
县 145个贫困村 380人合练的《陈州
战鼓》助威开幕式。

今年的宝丰马街书会，将在中华
曲艺展示馆对宝丰整体性保护成果
进行全面展示。

3月 21日至 4月 19日，在 2019
老子生日拜典·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统戏剧)展演期间，组织全省 10
个以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
剧类项目进行集中展演，让老百姓感
受河南传统戏剧的独特魅力。③9

1800多场非遗展演活动陪你闹新春

最传统年味都在这里


